		
		

照顧珊瑚礁我可以做什麼？
●

照顧珊瑚礁我可以做什麼？
珊瑚是與水母相近的活生生動
物！一隻單獨個體稱為珊瑚蟲。
大多數珊瑚形成群體，包含數以
千計的珊瑚蟲。全世界有超過800
種珊瑚種類為魚類和其他海洋生
物提供家園。珊瑚很脆弱，每年
只能生長10公分。健康的珊瑚礁
為數百萬人生產食物，並有助於
保護沿海地區免受颶風和風暴潮
的侵襲。珊瑚礁支持當地經濟，

拜訪珊瑚礁，了解珊瑚礁並
教育其他人有關珊瑚礁的重
要性。.
● 不要購買珊瑚紀念品。
● 向當地海洋管理機構報告環
境破壞，不尋常的現象和珊
瑚白化。
● 		節能。減少電力和使用替代
能源減少了化石燃料的使
用，並將減少全球暖化的影
響
● 節約用水。節水裝置的安裝
和使用較少的水可減少逕流
和廢水污染我們的海洋。
● 		回收並減少廢物量。
● 		參與CoralWatch，收集數據並
支持海洋公民科學。

公民科學為我們的珊瑚礁的未來

水溫升高會導致珊瑚白化。 如果溫度回復正常，珊瑚
就可能恢復。

「白化」的事實是
● 海水溫度變化一度或兩度會導致
珊瑚白化。
● 珊瑚在海水溫度升高約4週後白
化，但如果在幾週內水溫恢復
正常，珊瑚可以恢復。
● 大規模白化事件與全球暖化有
關，但海水溫度過低、沉積、
紫外線、淡水和污染可能導致
局部白化。
● 白化後，珊瑚不能抵抗溫度變化
和疾病，並且降低了生長速度
和繁殖。
● 並非所有的珊瑚都同時白化。
不同種、屬和生長形式之間存
在差異。通常“快速生長”的
枝狀珊瑚首先白化，而團塊狀
珊瑚則更具抵抗性。
● 海葵和硨磲貝也會白化：它們
與珊瑚蟲有相同的共生藻(蟲黃
藻)。


定期進行監測是最有效的，但沒有足夠的科學家來監測全球所有珊瑚
礁。如果世界各地的許多人和您一樣，為我們的全球數據庫做出貢
獻，我們將能夠回答有關珊瑚白化和恢復模式以及珊瑚白化嚴重程度
的問題。每個人都可以參加，今天就上官網，索取免費的珊瑚健康色
卡，下載監測和教育材料或訂購我們的
珊瑚礁和氣候變化專書。一起來參與其
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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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公民科學讓珊瑚礁更健康
珊瑚白化事件是全球珊瑚礁的主要威脅。
參與CoralWatchg珊瑚礁監測並幫助保護珊瑚礁。

任何人都可以在潛水、浮潛和潮間帶觀
察珊瑚時使用色卡。你也可以幫忙！

2002年CoralWatch開發了珊瑚健
康色卡 - 這是一種簡單，非侵入
性的量化珊瑚白化和監測珊瑚健
康的工具。 珊瑚健康色卡由潛水
中心、科學家、學校團體、遊客
和個人使用。來自70多個國家的
所有數據都可在我們的全球線上
數據庫中獲得。任何人都可以參
與，你不需要強化的培訓。收集
數據非常簡單 - 只需比較色卡上的
珊瑚顏色和記錄匹配代碼即可。
不要等到珊瑚白化發生 - 監測健康

的珊瑚礁也很重要。你可以隨時
監控任何珊瑚礁，潛水、浮潛或
潮間帶觀察。 請從官網索取您的
免費珊瑚健康色卡並閱讀“自行
操作” 來開始使用。 目前可以在
官網獲得12種語言版本。
CoralWatch總部設在澳洲布里斯本
的昆士蘭大學。 我們將全球珊瑚
白化監測與珊瑚礁保護教育結合
起來。 請上官網www.coralwatch.
org了解更多信息。

當珊瑚受到壓力時，它們就會白化
在健康的珊瑚中，共生藻（蟲黃藻）生活在珊瑚組織內。藻類為珊瑚提供食物和能量，並賦予珊瑚它們特
有的顏色。 緊迫的環境條件可能會導致珊瑚排出共生藻類，將珊瑚顏色變為白色。 這種珊瑚白化現象稱
為“珊瑚白化”。 有時珊瑚會從白化中恢復過來，但如果緊迫條件很嚴重，或者持續很長時間，共生藻
和它們提供的營養物質的損失可能導致珊瑚死亡。即使珊瑚恢復，它們也並不是都可以完全恢復健康。

健康的枝狀珊瑚

健康的團塊狀珊瑚

健康的片狀珊瑚

健康的軟珊瑚

白化的枝狀珊瑚

白化的團塊狀珊瑚

白化的片狀珊瑚

白化的軟珊瑚

使用CORAL HEALTH CHART很容易

使用Apps應用程序方便數據的輸入

珊瑚健康色卡記錄珊瑚顏色的變
化，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簡單的工
具來監測珊瑚的顏色，以作為珊
瑚健康的指標。
步驟
1. 隨機選擇一株珊瑚並選擇顏色
最淺的區域。
2. 旋轉圖表以找到最接近的匹配
顏色。
3. 在資料板上記錄顏色代碼。
4. 選擇珊瑚最深色的區域並記錄
匹配的顏色代碼。
5. 記錄珊瑚類型
6. 繼續調查其他珊瑚。記錄至少
20株珊瑚。
7. 利用CoralWatch Apps 或使用官
網www.coralwatch.org提交您的
數據
白化珊瑚
顏色代碼: E1
珊瑚類型: 枝狀 (BR)

健康珊瑚
顏色代碼: D5
珊瑚類型: 枝狀 (BR)

避免測量枝狀和片性珊瑚的生長
端，因為它們本來的顏色就是白
色的;不要監測藍色或紫色珊瑚，
因為它們具有不同的白化反應;只
選擇顏色與色卡大致相符的珊瑚。

珊瑚種類只有4種可供選擇
珊瑚類型通過珊瑚群體的總體形狀（生長形式）來描述。 使用珊瑚健
康色卡選擇以下四種珊瑚類型或記錄您認為最接近的東西。

使用CoralWatch網站或我們
的“CoralWatch數據登錄”Apps
將您的發現轉移到我們的全球數
據庫。

選擇適合您的調查方法
珊瑚健康色卡可用於潛水、浮潛
或潮間帶觀察。您可以選擇適合
您的技術、經驗和所在地的監測
方法。大多數人使用隨機調查方
法。
• 隨機調查 - 隨機選擇珊瑚，想
像沿著一條線游泳，在每踢兩次
蛙鞋(或步行時的每兩步)後選擇最
近的珊瑚。
• 穿越線調查 - 循著一條線（穿
越線）選擇珊瑚並每隔幾公尺記
錄一次。 確保穿越線對海洋動物
沒有影響。
• 容易識別的珊瑚 - 選擇你可
以輕鬆識別並可返回再找到的珊
瑚。永久穿越線讓你有機會隨著
時間的推移一直監測相同的珊瑚。

CoralWatch數據Apps允許您：
•手機上輸入珊瑚監測數據結
果。
•當場記錄GPS座標。
•查看您的調查結果。
•保存您的調查數據，可離線工
作並在稍後上傳。

所有數據都可從CoralWatch網站上公開取得。您可以比較任何時間點
的不同珊瑚礁的狀況，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珊瑚礁的狀況。每次輸入
數據時都會自動生成以下圖表。

潛在白化的電子郵件提醒
通過比較10年的CoralWatch數
據和完善的白化事件的驗證分
析，CoralWatch發展了一種以證據
為據的方法來分類您的數據。根
據分析，當調查有70％的可能性
表示當地出現白化事件時，將發
送電子郵件警訊。

片狀珊瑚(PL) 任何板狀珊瑚，如扁平
軸孔珊瑚珊瑚 (Acropora)。

軟珊瑚(SO) 任何缺乏堅硬骨骼的珊
瑚，如肉質軟珊瑚 (Sarcophyton)

● 進行額外的CoralWatch調查以確認是

全球數據
世界地圖顯示已收集CoralWatch數
據的位置。 目前有來自74個國家
的數據。 幫助將更多地點添加到
地圖上。

Branching
Boulder

40

否發生白化現象。

Colour distribution
20 corals surveyed

枝狀珊瑚(BR) 任何分枝珊瑚，如一些
軸孔珊瑚屬 (Acropora)。

行動

Frequency (%)

團塊珊瑚(BO) 任何塊狀或圓形的珊
瑚。如一些微孔珊瑚 (Porites)。

珊瑚健康色卡上的顏色基於
白化和健康珊瑚的實際顏
色。顏色方塊對應於生活在
珊瑚組織中的共生藻的濃
度，與珊瑚健康直接相關。
整個珊瑚存在自然顏色的變
化，所以同時記錄最淡和最
深色的分數。

結果直接反饋

提示
•由於深度造成顏色減少，在5
米/ 15呎以下潛水時請使用手
電筒補光。
•每次調查至少監測20株珊
瑚。
•使用GPS（如果可用）並記
錄座標，或使用我們的數據
輸入應用程序或在網路數據
輸入表單選擇位置。
•不要忘記記錄你的名字，國
家，珊瑚礁名稱，調查日
期和時間，深度，水溫和天
氣。
•珊瑚是脆弱的動物，避免接
觸或踩到珊瑚。
•潛水時，確保您的設備安全
並確保您的配重正確。

顏色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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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類型分佈
此大餅圖顯示您在調查中涵蓋的
珊瑚類型百分比。

珊瑚礁顏色分數分佈
該條形圖解釋了您為特定礁石記錄
的顏色分數分佈。代表你的珊瑚礁
今天的健康狀況。一個健康的珊瑚
礁分數為3或更高的分數。

● 透過文字傳播 - 激勵他人來幫助監測
你的珊瑚礁（例如Facebook，Twitter）。
● 聯繫當地的珊瑚礁管理團體進行進一
步調查。

結果解釋
有些珊瑚原本就比其他珊瑚顏
色更淡。需要定期調查來觀察
珊瑚健康狀況隨著時間的變
化，或者找出白化和恢復的趨
勢。

